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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ОЛИМПИАДА ШКОЛЬНИКОВ 

ПО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2016–2017 уч. г. 

ШКОЛЬНЫЙ ЭТАП. 7–8 КЛАССЫ 
 

АУДИРОВАНИЕ 

听力 

（За каждый правильный ответ – 1 балл） 

Прослушайте текст и ответьте на вопросы, выбрав правильный вариант (1–7). 
 

1.  “我们”学完第几课了？ 

a) 第 29 课 

b) 第 30 课 

c) 第 28 课 

d) 第 10 课 

2. “我们”什么时候有期中考试？ 

a) 两个星期以后 

b) 学完第三十课以后 

c) 两个月以后 

d) 这个周末 

3. “我”什么时候开始学汉语？ 

a) 两个月以前 

b) 两个星期以前 

c) 刚开始 

d) 两年以前 

4. 对“我”来说，汉语的哪些地方比较难？ 

a) 汉字 

b) 语法 

c) 发音 

d) 汉字、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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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谁帮助“我”学习汉语？ 

a) 中国老师 

b) 父母 

c) 中国朋友 

d) 同学 

6. “我们”学了多少汉字？ 

a) 500 多个 

b) 1000 多个 

c) 100 多个 

d) 5000 多个 

7. 周末“我”打算做什么？ 

a) 休息 

b) 去玩儿 

c) 复习汉语 

d) 做作业 

 
Прослушайте текст и определите, верны (对 ) или нет (不对 ) следующие 
утверждения, или в тексте нет об этом информации (不知道) (8–15). 
 

8. “我”最近常常头疼。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9. “我”不想到医院去检查身体。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10. 大夫说“我”生病是因为休息不好。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11. “我”前几天准备数学考试了。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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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在医院看见的朋友是语言学院的学生。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13. “我”朋友过生日时吃得太多了。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14. 大夫让“我”朋友注意休息。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15. 大夫说，他吃喝不注意，所以消化不好。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Перенесите свои решения в БЛАНК ОТВЕТО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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Чтение 

 阅读 

（За каждый правильный ответ – 1 балл） 

Прочитайте текст, ответьте на вопросы по его содержанию, выбрав ответ из 
нескольких предложенных вариантов (1–5). 
 

昨天晚上八点多，安娜觉得肚子疼。玛丽想找一位男同学帮忙，送安娜

去医院看病。玛丽给马克打了个电话，可是电话没有人接。她又给大卫打电

话，大卫正在看电视。接了电话以后，他和玛丽一起送安娜去了医院。 

今天，马克听说安娜住院了，就决定下午去医院看她。马克在医院旁边

的小店买了一束鲜花和两斤水果。到了医院，马克看见一位护士正在给病人们

发药，就问她，安娜的病房号。护士告诉他，安娜在 201 房，不过她刚吃了

药，现在睡觉呢。 

1.  安娜为什么住院了? 

a) 看病 

b) 吃药 

c) 肚子有问题 

2.  谁家里电话没有人接？ 

a) 马克家 

b) 玛丽家 

c) 大卫家 

3.  马克没送安娜去医院，因为…… 

a)  他正在看电视 

b) 不知道安娜病了 

c) 玛丽没告诉他，安娜要住院  

4.  马克在医院旁边的小店买了几公斤水果？ 

a) 两公斤 

b) 一公斤 

c) 半公斤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олимпиада школьников по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2016–2017 уч. г. 
Школьный этап. 7–8 классы 

5 

5.  护士怎么帮助病人？ 

a) 看病 

b) 开药 

c) 吃药 

Прочитайте текст и определите, верны ( 对 ) или нет ( 不对 ) следующие 
утверждения, или в тексте нет об этом информации (不知道) (6–10). 

离考试还有一个星期，玛丽想好好复习书上的知识。她每天做一个小时

的练习，听半个小时的录音，还要复习一个小时的语法。她想在考试前看两遍

课文，复习一遍生词。有的字她常写错，所以她打算找一下常写错的字，写几

遍，她觉得有些地方很难。每次下课以后，老师让大家问问题，玛丽每次都有

很多问题要问老师。玛丽对汉语很感兴趣，她想学好汉语，将来在中国工作。

她有一个朋友以前也在中国的大学学习汉语，参加了几次 HSK 考试，前几次

成绩不理想；但是最后一次得到了汉语水平 8 级的证书，她现在在中国的一家

大公司工作。玛丽也想好好学习汉语，将来在中国找到一份好工作。 
 

6.  汉语写作考试前，玛丽想好好复习书上的知识。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7.  每次下课以后，老师让玛丽问很多问题。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8.  最后一次汉语水平考试时，玛丽朋友得到了汉语水平 8 级的证书。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9.  玛丽对中国文化也很感兴趣。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10.  玛丽现在在中国的一家大公司工作。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Перенесите свои решения в БЛАНК ОТВЕТО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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Лексико-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й тест 

 词汇语法测试 

(За каждый правильный ответ – 1 балл) 

Укажите место слова или компонента слова, приведённого в скобках (1–7). 

1.  从现在(a)开始，我(b)也(c)不想(d)见你了。(再) 

2.  我们班(a)下课，他(b)就(c)来(d)找我们班的班长了。（刚） 

3.  请大家(a)一个一个(b)办(c)登机(c)手续。（地） 

4.  你看(a)，那边站(b)的姑娘是不是我们昨天在(c)中国大使馆认识(d)的参

赞？（着） 

5.  我去(a)那个饭馆儿(b) 吃(c)一次(d)北京烤鸭 。（过） 

6.  他明天买(a)一份晚报就去(b)离他房子不远的花园(c)散步(d)。（了） 

7.  我(a)喜欢打(b)球，像(c)篮球、网球、乒乒球、排球(d)。（什么的） 

Выберите вариант, поясняющий смысл предложений (8–9). 

8. 再学一年，她的汉语就差不多了。 

a) 一年以后，她的汉语就会不错。 

b) 一年以后，她的汉语也不会很好。 

c) 一年以后，她的汉语还会差的很多。 

d) 一年以后，她的汉语也还会差的很多吗? 

9.  他找到了一份十分满意的工作，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 

a) 他找到了一份好工作，但是他不知道这份工作好在哪儿。 

b) 他找到了一份好工作，但是他不想知道为什么说这是一份好工作。 

c) 他找到了一份好工作，他高兴得不得了。 

d) 他找到了一份好工作，但是他不知道应该高兴还是难过。 
 
Выберите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 верный вариант (10–12). 
 

10. a) 昨天妹妹和她朋友一起出去玩儿了。 

  b) 妹妹昨天和她朋友一起出去了玩儿。 

  c) 昨天妹妹出去玩儿了和她朋友一起。 

  d) 妹妹和她朋友一起出去玩儿了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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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 他几次没都能见到陈教授。 

  b) 他几次都没能见到陈教授。 

  c) 他几次都能见到没陈教授。 

  d) 他几次都能没见到陈教授。 

12.   a) 他教英语已经十年了在这儿。 

  b) 他已经在这儿教了英语的十年了。 

  c) 他在这儿已经教了十年的英语了。  

  d) 他已经教英语十年了在这儿。 

Заполните пропуски подходящими по смыслу иероглифами (13–14). 
 

11.  那位老大爷多大岁___了？ 

a) 数   b) 楼   c) 搂         

12.  北京离上海有多__？。 

a)  园   b) 远   c) 元 

Прочитайте текст, заполните пропуски (15–20) подходящими по смыслу 
словами из списка. 
 

友子是新来的日本同学，今天她第一次去上课，还不知道去教学楼应该

_15_走。马克告诉她教学楼_16_宿舍楼不远，就在宿舍的前边。食堂离宿舍楼

也很近，在宿舍楼的左边。下课以后，友子要去图书馆查一些书。她_17_一位

中国同学问路，那位同学告诉她，_18_往前走就到了。图书馆离教学楼有三四

百米，在第一个路口_19_左拐，你_20_看到一个邮局，邮局的对面就是图书

馆。 

 
a) 会    b) 一直     c) 往     d) 怎么     e) 离     f) 向 

 

Перенесите свои решения в БЛАНК ОТВЕТОВ! 
 


